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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空调、电扇等电器成了不少市民每天离不开的“避暑神器”，一些人更是整日整日使用。但带来凉爽的

同时，一种疾病的风险也在悄然增加。专家介绍，冬天的面瘫患者以病毒感染为主，夏天的面瘫患者，九成左右

都是被空调、电扇等冷风“吹”进医院的。

空调吹多了，容易诱发关节炎症

天气炎热、气温居高不下，哪些疾病容

易高发？

比如颈肩腰腿痛、关节炎这些寒

性的疾病往往容易在高温天发病，特

别是膝关节炎，夏天门诊上非常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办公一族常年坐在

办公室，夏天办公室冷空调天天吹，就

容易诱发关节炎症。

中医是如何来缓解疼痛的呢？

通过针灸可以缓解症状，通过针

灸针刺、艾灸，可以快速缓解疼痛，简

单来说就是“疏通经络”，通过经络的

传导来起到止痛的作用。

8月8日（周一）
大医生来了：全民健身

嘉宾：胡丹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骨科

与运动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宁迩玉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运动医学

科医师

8月9日（周二）
大医生来了：有颜色的胖子

嘉宾：陆宏虹 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内

分泌代谢科主任、主任医师

8月10日（周三）
超健康学院：主委来了——脑垂体瘤

嘉宾：王中 苏大附一院神经外科主

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导、苏州市医

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

8月11日（周四）
大医生来了：脱发的烦恼

嘉宾：施辛 苏大附二院皮肤科主任、

主任医师、苏州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8月12日（周五）
中医侃侃：小儿消化不良

嘉宾：武庆斌 苏大附儿院消化科主

任医师

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 9：00-10：00

医生关照：微信视频号 梓约健康

嘉宾：蒋亚文 苏州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

FM91.1《天天健康》预告

一觉醒来，脸歪了

近日，17岁的小张早晨起床时，突然发现镜子

中的自己左边舌头发麻、口角向一侧歪斜，刷牙时嘴

角还在不停地往外漏水，同一边的眼睛也感觉闭不

紧。心慌的他立刻赶往了医院就诊。询问病情时，

小张的一项生活习惯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原来，由

于近日高温，怕热的小张在家睡觉时不仅开着空调，

还在床头放上了一个电扇，直接对着自己吹。经过

诊断，医生告诉小张，他是患上了“面瘫”，而小张“贪

凉”的这个生活习惯，很有可能就是导致他“面瘫”的

罪魁祸首之一。

专家介绍，“面瘫”又叫做“面神经炎”，是神经内

科常见疾病中的一种，它是由支配面部肌肉的面神

经非特异性炎症引起的。目前，该病确切的病因还

不明确，可能与病毒感染或炎症反应有关。夏季贪

凉，吹空调或者长时间吹电扇后都容易导致“面神经

炎”发生，进入7月以来，门诊接诊该疾病患者数也

出现了明显增加。所幸，经过口服使用糖皮质激素

治疗一周后，小张的病情相较之前有了明显好转，后

续他将继续接受中医科康复治疗，以期早日痊愈。

夏季贪凉易“面瘫”

据了解，“面神经炎”在脑神经疾患中较为多见，

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单侧周围性面

瘫，如受累侧闭目、皱眉、鼓腮、示齿和闭唇无力，以

及口角向对侧歪斜，多于3天左右达到疾病高峰。

专家表示，“面神经炎”具有自限性，但早期合理的治

疗可以加快疾病恢复、减轻后遗症，所以一旦发生需

要及时就诊。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检查方式来进行自我检测，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

首先，是面部的静止检查，如两侧鼻唇沟是否变

浅、面颊部是否对称、面部是否僵硬、麻木或萎缩，以

及检查口角是否对称，味觉是否受影响。其次是运

动检查，具体为检查皱眉肌是否能运动、闭眼时能否

闭紧，口部是否漏气并且注意观察两侧口角运动幅

度。

“面子”问题，护理好，好得快

“面子问题”是大问题，专家提醒，高温天气也切

勿贪凉，尽量避免空调或电扇直吹。同时，保持适当

的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抵抗力，做好相

关疾病预防工作。

1、一般护理

在急性期应当适当休息，注意面部的持续保暖。

外出时可戴口罩，睡眠时勿靠近窗边，以免再受风

寒。注意不能用冷水洗脸，避免直吹冷风。

2、局部护理

急性期患侧面部用湿热毛巾外敷，水温50-60

度，每日3-4次，每次15-20分钟，并于早晚自行按

摩患侧，按摩用力应轻柔、适度、持续、稳重、部位准

确。患者可对镜进行自我表情动作训练：进行皱眉、

闭眼、吹口哨、示齿等运动，每日2-3次，每次3-10

分钟。

夏季面瘫，九成是吹出来的

文/本报记者星华

李洁：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国医师

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

员会神经学组委员、苏州市医学会

睡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专家门诊：三香院区（周四全天）；

浒关院区（周二全天）

/名医档案/

卫视
[39]湖南卫视

08：30 爱，来得刚好（周
一至周三）；剧场
（周四至周日）

15：30 陪你一起好好吃
饭（周一至周五）

19：30 路过零点（周一至
周四）；花儿与少
年露营季（周五）；
你好，星期六（周
六）

20：00 少年派2（周一至
周四）

21：10 少年派2（周五至
周日）

22：00 芒果季风（周一、
二）；爸爸当家（周
三）；天天向上（周
四）；中餐厅（周
五）；牧野家族（周
六）；美好年华互
联社（周日）

[40]深圳卫视
08：00 非常有财（周一至

周五）
19：35 剧场（周一至周五）
21：20 决胜制高点（周

一）；军情直播间
（周二）；关键洞察
力（周三）；大湾区
会客厅（周四）；温
暖在身边（周五）；
湾区子时（周六）；
诗意中国第四季
（周日）

[42]安徽卫视
09：00 绝境铸剑（周一至

周日）
14:20 乔家的儿女（周一

至周日）
19：33 关于唐医生的一

切（周一至周四）；
幸福到万家（周五
至周日）

21：30 健康大问诊（周一
至三）；“金声奖”颁
奖典礼（周五）；诗
中国·第二季（周
六）；皖美旅拍精
编版（周日）

22：00 遮心之帘（周一至
周四）

22：30 民宿里的中国第
二季（周日）

[50]上海纪实
18：15 训狗任务第2季

（周一、二）；《捕鱼
生死斗：南北大对
决》第8季（周三、
四）；原始求生记
（周五）；动物侠医
第7季（周六、日）

19：00 我在故宫修文物
（周一）；被点亮的
星球（周二至周
五）；可凡倾听（周
六）；超级装（周
日）

20：00 中国文房四宝（周
一、二）；八月风荷
（周三、四）；海昏
侯（周五至周日）

20：50 最家设计（周一至
周五）；短纪录片
（周六、日）

[24]央视台-13
（新闻）

09：00新闻直播间
12：00 新闻30分（每天）
12：35 法治在线（周一至

周五）；军情时间到
（周六）；每周质量
报告（周日）

14：10 面对面（周一）；新
闻调查（周日）

18：00 共同关注（每天）
19：00 新闻联播（每天）
19：39 焦点访谈（每天）
20：00 东方时空（每天）
21：30 新闻1+1（周一至

周五）；新闻调查
（六）；面对面（日）

22：00 国际时讯（周一至
周五）；新闻周刊
（周六）；世界周刊
（周日）

[69]中国教育一套
12：05 教育新闻直播间

（周一至周日）
12：40 剧场（一至日）
19：45 育见（周一至周五）
20：00 e视界（周一至周

五）；长安街（周
六、日）

20：45 奔跑吧少年（周一
至周五、日）；体教
融合在行动（周
六）

22：30 飞虎队大营救
（26-39）（周一至
周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8月8日-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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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台-6（电影）

星期一
12:21 故事片：独家头条
18:02 我的野蛮女掌门
20:03 故事片：新龙门客栈
22:23 我是一名教师(俄罗斯)

星期二
12:14 故事片：线人
14:17 译制片：桥(南斯拉夫)
18:12 烈马争锋上海滩
20:08 故事片：倩女幽魂
22:23 虎！虎！虎！(美国)

星期三
11:37 故事片：辣妈犟爸
15:32 杨门女将 情定穆柯寨
19:50 故事片：红河谷
22:23 战火中的银行家(荷兰)

星期四
12:29 故事片：临时拍档
18:12 故事片：大人物2019
20:18 故事片：青蛇
22:23 译制片：瓦尔特保卫萨

拉热窝(南斯拉夫)
星期五

11:44 故事片：财神客栈
18:12 故事片：一个人的武林
20:15 故事片：六指琴魔
22:23 译制片：敦刻尔克(美国)

星期六
10:57 故事片：追龙
17:53 故事片：怒火·重案
20:19 故事片：醉拳（三）
22:32 波斯语课（德国/俄罗斯）

星期日
12:54 波斯语课(德国/俄罗斯)
17:30 故事片：英伦对决
19:39 狮王争霸黄飞鸿之三
22:23 译制片：我们的爱国者

(法国)

苏州一套（新闻综合）
07：00 苏州新闻

07：45 明天会更好（21-41）每天

三集

10：40 健康黄丝带

11：00 新闻夜班车

11：55 亲爱的孩子们（23-40）（周

一至周五）；暖阳之下（1-8）

（周五至周日）每天四集

15：40 联播苏州

16：10 世界大观

16：30 苏州电视书场：长篇评话

《彭公之三盗九龙杯》（周

一至周六）；昆山当代昆剧

院《浣纱记》（周日）

17：25 第一时间

18：00 乐活六点档

18：30 苏州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21：10 新闻夜班车

19：30 百里夜刀（16-27）（周六、

日）每天二集；苏城议事厅

（周二）；创赢未来（周日）

00：05 那年花开月正圆（62-74）

（周一、二）；以家人之名

（1-40）（周二至周六）；我

们的千阙歌（1-9）（周六、

日）

苏州二套（社会经济）
06：12 寰宇地理

07：46 李刚评话

08：25 飞天英雄（23-42）（周一至

周日）；妈妈在等你（1）（周

日）每天三集

11：15 施斌聊斋

12：00 社会传真

13：05 瞄准（26-55）（周一至周

六）；沸腾的群山（1-5）（周

日）每天五集

17：43 健康黄丝带

18：00 李刚评话

18：30 社会传真

19：43 我要和你在一起（1-21）每

天三集

22：00 施斌聊斋

23：01 传真聚焦

23：31 食客准备

00：40 明天，会更好（28-58）（周

一至周四）；嫂子嫂子（1-

24）（周五至周日）

苏州三套（文化生活）
06：20 流金岁月（7-20）每天二集

08：10 纪录片时间（每天）

10：51 以家人之名（20-40）每天

三集

13：45 那年花开月正圆（4-17）每

天二集

15：40 纪录片时间

18：00 教育节目

18：30 小大夫（3-16）每天二集

20：00 纪录片时间（周一至周日）

22：45 第一健康

23：01 食客准备

23：17 苏州财经报道

23：37 第一时间

苏州四套（电影娱乐）
09：25 上午影院

17：00 动漫剧场：《猪猪侠之南

海日记》；《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异国大营救》

18：30 小靴子星乐园（周一至周

四、日）；小靴子我是TV星

（周五、六）

19：30 健康黄丝带（周一至周日）

19：47 食客准备（每天）

20：02 苏州财经报道（每天）

20：30 影视直通车（周一至周日）

苏州五套（生活资讯）
07：20 雾中系铃人（6-38）（周一

至周日）；老中医（1、2）（周

日）每天

11：30 联播苏州

12：00 宝贝看鉴（周一、日）

13：10 嫂子嫂子（43）（周一）；猎人

（1-41）（周一至周日）；幸

福院（1、2）（周日）

17：45 苏州电视书场

18：35 食客准备

18：53 健康黄丝带

19：08 吴中报道（周一、三、五、日）

今日相城（周二、四、六）

19：30 联播苏州

20：00 李刚评话（周一至周日）

20：30 第一时间（周一至周四）；

宝贝看鉴（周六、日）

21：10 苏州财经报道（周一至周

五）

22：00 小大夫（3-16）每天二集

苏 州 台 中央台-5（体育）

星期一
10:30 2022年世界男排联赛巴

西站(巴西队—中国队)
14:25 2022年赛艇世界杯贝尔

格莱德站精选
16:20 2022年国际泳联世锦赛

花样游泳表演赛
19:05 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跳远比赛王嘉男夺冠
星期二

10:30 2022年世界男排联赛波
兰站(中国—保加利亚)

16:20 2022年国际泳联世锦赛
花样游泳表演赛

18:35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保
加利亚站(中国—韩国)

20:00 2022年世乒联冠军赛布
达佩斯站

星期三
10:30 2022年世界男排联赛总

决赛1/4决赛精选
14:20 2022年赛艇世界杯卢塞

恩站精选
18:35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菲

律宾站(中国—加拿大)
20:00 2022年世乒联冠军赛布

达佩斯站
星期四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哥斯达黎加—澳大利亚)

14:20 2022年世界皮划艇激流
回旋锦标赛精选

18:45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菲
律宾站(中国—比利时)

20:00 2022年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摩纳哥站

星期五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加拿大队—韩国队)

16:41 2022年男篮亚洲杯1/4
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印
度尼西亚队)

19:30 2022年世乒联大满贯赛
新加坡站精选

21:00 2022年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霍茹夫站

星期六
10:30 2022年世界男排联赛总

决赛1/4决
14:05 2022年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
16:30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半决赛
19:30 2022年世乒联大满贯赛

新加坡站精选
星期日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哥斯达黎加—西班牙)

12:35 2022年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

16:30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决赛

18:35 2022年三人篮球世界巡
回赛布拉格站

19:30 2022年世乒联大满贯赛
新加坡站精选

8月8日-8月14日

中 央 台
8月8日-8月14日

中央台-3（综艺）
12：15 我爱满堂彩：好戏连连看

（周一）；开门大吉（周

二）；向幸福出发（周三）；

越战越勇（周四）；幸福账

单（周五）；生活最有戏（周

六）；星光大道（周日）

13：39 经典咏流传（第五季）（周一

至周四）；从延安出发（周

五至周日）

14：48 艺览天下（周一）；非常6+1

（周二）；黄金100秒（周

三）；回声嘹亮（周四）；综

艺盛典（周六、日）

15：45 我的艺术清单（周一至周

日）

16：40 生活最有戏（周一至周四）；

开门大吉（周五至周日）

19:30 开门大吉（周一）；向幸福出

发（周二）；越战越勇（周三）

幸福账单（周四）；生活最

有戏（周五）；星光大道（周

六）；我爱满堂彩：好戏连

连看（周日）

20：58 非常6+1（周一）；黄金100

秒（周二、日）；回声嘹亮

（周三）；我的艺术清单（周

四、日）；综艺盛典（周五、

六）

中央台-4（中文国际）
09：00 中国舆论场（周一）；今日

亚洲（周二、四）；国家记忆

（周日）

13:02 记住乡愁（周二至周四）；美

食中国（周五）；华人故事

（周六）；深度国际（周日）

13:12 香山叶正红（18-34）（周一

至周四）；伟大的转折（1-

18）（周四至周日）每天五集

18：30 中国文艺（周一至周五）

19：30 今日亚洲（周一至周五）；遇

鉴文明（周六）；中国舆论场

（周日）

20：00 国家记忆（周一至周五）

20：30 海峡两岸（周一至周日）

21：30 今日关注（周一至周日）

22：00 美食中国（周一至周四）；鲁

健访谈（周五）；深度国际

（周六）；中国缘（周日）

中央台-7（国防军事）
10：04 兵器面面观（周一至周

五）；军迷行天下（周六）；砺

剑（周日）

13：02 战旗（周一至周四）

14：44 老虎队（28-45）（周一至

周六）；长征大会师（1-3）

（周日）每天三集

17：35 军事纪录（周一至周五）

19：33 军事报道（每天）

20：20 防务新观察（周一至周四）；

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周

五）；军事制高点（周六、日）

20：55 军事纪实（周一至周四）；老

兵你好（周六）；谁是终极英

雄（周日）

中央台-8（电视剧）
07：57 绝代双骄（3-37）每天五集

12：47 新居之约（18-39）（周一至

周六）；完美伴侣（1-6）（周

六、日）每天四集

16：35 妈妈在等你（14-34）每天

三集

19：30 玫瑰之战（1-14）每天二集

21：25 大决战（11-24）每天二集

23：03 风起陇西（24）（周一）；湾

区儿女（1-34）（周一至周

五）；生活万岁（1-12）（周

六、日）

中央台-9（纪录）
08：03 荒野至上（周一、二）；水獭

岛（周五）；野性的守望（周

六）；叶猴王国（周日）

17：00 生命的奇迹（周一至周三）；

野性伏尔加河（周四）；绿色

星球（周五至周日）

19：03 篮球少年（周一至周三）；寻

城苏州（周四、五）；闪亮的

记忆（周六、日）

19：23 荒野至上（周一至周四）；野

性的守望（周五至周日）

20：01 黑土破晓（周一至周四）；种

子 种子（周五至周日）

21：00 天空之河（周一）；黄石公园

（周二、三）；水獭岛（周四）；

狒狒成长日记（周五）；叶猴

王国（周六）；遗落的世界

（周日）

中央台-1（综合）
08：32 生活圈（周一至周五）

09：24 滹沱儿女（1-23）每天三集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5 装台（14-33）（周一至周

四）；人世间（1-15）（周五

至周日）每天五集

17：25 第一动画乐园（周一至周

五）；星光大道（周六）；开

讲啦（周日）

18：12 正大综艺（周日）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运河边的人们（11-22）（周

一至周五、日）；中国考古

大会（周六）

22：00 晚间新闻

22：37 荣宝斋（周一至周五）；开讲

啦（周六）；等着我（周日）

中央台-2（财经）
09：00 正点财经（周一、二、五）；

大国重器（第三季）（周六、

日）

11：30 周末特供（周一至周五）；记

住乡愁（周六、日）

13：00 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周一

至周五）；老广的味道（第

七季）（周六、日）

13：31 回家吃饭（周一至周五）

14：30 消费主张（周一至周五）；

一槌定音（周六）；是真的

吗（周日）

15：30 生财有道（周一至周五）；种

子种子（周六、日）

17：49 江湖菜馆（第二季）（周一至

周日）

18：30 回家吃饭（周一至周五）；是

真的吗（周六）；一槌定音

（周日）

19：00 生财有道（周一至周五）

19：30 消费主张（周一至周五）；超

级生活家（周六）；职场健康

课（周日）

20:30 经济信息联播（周一、二、

四至日）

21：30 央视财经评论（周一至周

五）；对话（周六）；中国经

济大讲堂（周日）

21：58 探秘三星堆（周一至周三）；

我住江之头（周四至周日）

22：45 对话（周一）；中国经济大讲

堂（周二）；职场健康课（周

三）；一槌定音（周四、日）；

是真的吗（周五、六）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中央台-10（科教）
08：28 健康之路

09：17 风物（周一、二）；荣宝斋（周

三至周日）

12：00 百家讲坛（周一至周日）

15：29 大千世界（周一至周日）

17：01 跟着书本去旅行（周一至周五）

18：05 健康之路（周一至周日）

18：54 美味暑期（周一至周五）；味

道（周六、日）

19:31 自然传奇（周一至周日）

20：33 探索·发现（周一至周日）

22：10 解码科技史（周一、二）；科

学动物园（周三）；考古公

开课（周四）；大千世界（周

五至周日）

中央台-11（戏曲）
09：30 京剧《安国夫人》(主演董圆

圆)（周一）；评剧《五女拜

寿》（周二）；豫剧《朝阳沟》

（周三）；评剧《包公三勘蝴

蝶梦》(主演王冠丽)（周

四）；京剧《凤还巢》(主演

史依弘)（周五）；京剧电影

《沙家浜》（周六）；越剧《孟

丽君》（周日）

12：09 最美的青春（21-34）每天

二集

13：52 评剧电影《花为媒》（周一）；

评剧《革命家庭》（周二）；

锡剧电影《珍珠塔》（周

三）；豫剧《单娘》（周四）；

戏曲电影《花田错》（周

五）；豫剧《五世请缨》（周

六）；黄梅戏电影《天仙配》

（周日）

19：30 京剧《辕门斩子》(李和曾录

音主演)（周一）；京剧电影

《智取威虎山》（周二）；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周

三）；京剧《海周过关》(主

演严庆谷)；戏曲电影《三

笑》（周四）；一鸣惊人：戏

聚长夏（周五）；京剧《赵氏

孤儿》（周六）；宝贝亮相

吧；角儿来了：夏日戏友会

（周日）

00：51 京剧《贵妃醉酒》(主演赵秀

君)（周一）；黄梅折子戏专

场（周四）；京剧《战濮阳》

（主演金喜全、奚中路）（周

六）；京剧《状元媒》（主演

万晓慧）（周日）


